1）让我们一起为人类的分裂而忏悔！

圣 十 字 架 堂

2）请为普世教会祈祷！ 祈求仁慈的天父恩赐基督徒，都能在圣神的推

动下革新、圣化生活，积极参与基督救世的使命，使人类在和平团结
的理想早日实现。

“我来是把火投在地上，我是多么切望它已经燃烧起来！”

450 Clementi Ave 1 Singapore 129955
堂区愿景：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，有共融灵修的团体群,
成员做为刻意门徒，被派遣去福传和侍奉。
2019年8月17/18日 常年期第20主日

（路12：34）

读经一：耶肋米亚先知书 38 : 4 – 6，8 – 10
读经二：希伯来人书 12 : 1 – 、4

教宗方济各：

福音：圣路加 12 : 49 - 53

嫉妒使生活变得苦不堪言

福音与我

我们要欣赏他人的特性、以毫无恶意和嫉妒的心态认

可他人的天赋，使我们收益匪浅。嫉妒致使内心痛苦

萧永伦神父
6777 1173
henry.siew@catholic.org.sg
Fr Robertus
6776 1330
robertito_doginho@yahoo.com

Fr Gerard Victor
6777 2523
Jerry.chcparish@gmail.com
秘书处
6777 5858
holycross@singnet.com.sg
传真机

6773 5676

弥撒时间
平日弥撒：6.30am 及 6.15pm

不堪，充满醋意。妒忌之人的眼光充满哀伤，嫉妒是
痛苦的，让生活变得苦不堪言。相反地，懂得彼此

午间弥撒：12.15pm

相属该是多么地美好，因为我们分享同一个信仰、爱、

周六黄昏：4.15pm 九日敬礼,
5pm, 6.30pm 华语弥撒

希望，以及同一个上主。
诚如耶稣向伯多禄所说的，“你是伯多禄（磐石），在这磐石上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。”

主日弥撒：7.30am, 9.30am,
11.30am 及 5pm

（玛16：18）。今天，耶稣也对我们所有人说：“我的教会，你们是我的教会.”

公共假日：8am , 无黄昏弥撒

我们也

要重复这句话：「 我的教会 」。我们不是以一种排外的归属感、而是以包容的爱来说这句
话。在一些圣像中常常会把圣伯多禄和圣保禄描绘成 ‘ 彼此拥抱在一起 ’ 的宗徒。然而，在他
们之间却有着 ‘ 迥异的个性 ’ ： 一个是渔夫，另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两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经

生命的抉择

周五圣时：每月第一个周五 8pm

如何理解 今天 的福音 ？主耶 稣说, 祂 来不是给 地上 送和 圣体室开放：每天 7am-10pm
和好圣事：周六及主日所有弥撒

验、个性、做事方法和感知能力。他们之间也不乏意见冲突和公开争论的时候。 但是，将他

平，而是送分裂。

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无限伟大的耶稣，祂是双方的上主。
我们要学习与他人同在的美好，因为耶稣愿意我们团结互助，向彼此开发。让我们恳求在

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，耶稣预言自己将受苦，跟随祂的人 婴儿洗礼：每逢1月/3月/5月/7月/
同样也要背起十字架，因为救赎工程同时要求人类的参 9月及11月的第一个主日, 12.45pm

教会内懂得认出弟兄姐妹的眼光，恳求一颗懂得接纳他人的心，要以耶稣给予我们的温柔

与，圣化的洗礼也同时要求人类自我革新。世界的罪必须 殡葬：请与堂区秘书处联系有关

之爱接纳别人。 （摘自：梵蒂冈新闻网）。

开始前15分钟

经过炼净的审判以及耶稣的洗礼才可以得救。面对耶稣的
福音，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，每个人都必

圣十字架堂建堂40周年纪念特刊
40周年纪念特刊将于9月7&8日开始发布，每本折扣特价$10。
请大家在9月7&8日弥撒后，到教堂门口摊位购买。
特刊限量出版，请速购买，以免向隅。

葬礼及神父等的安排

婚礼：请在婚礼前6个月联系堂区
秘书处有关教堂的预订事宜

须做出抉择，整个世界也必将因着人不同的抉择而分裂。 辅导咨询服务：请于周一至周五
基督徒蒙召的目的就是在于为自己，并帮助他人做出正确
的抉择。 （摘自《主日福音讲道集》）

10am-5pm 拨电: 63820688 预约

第二次收捐：第一主日为圣文生
善会。第三主日为天主教基金会。

2019年 圣十字架堂庆祝建堂40周年

教 区 / 堂 区 消 息 (www.cams.org.sg)
新加坡华文夫妇恳谈会举办 夫妇婚庆弥撒
主题：知心知意
日期：10月5日(周六)

时间：10am (9.30am召集)

地点：和平之后堂

本 堂 消 息 (www.holycross.org.sg)
“ 教宗方济各呼吁我们需要各尽其职地管理和培养

‘生态美德’ 来珍惜天主的创造物，以确保地球资源得到妥善的维护。”

保护环境，支持“绿色”，人人有责！
下周六8月24日将在圣十字架堂展开绿色运动 〜

报名截止：9月10日

努力推广我们教会的 “绿色运动”。

联系人：诗蓉88221918，慕贞96421635，巧辛93662241

快来参观我们当天在圣母山前广场的展览。

这是为所有夫妇而设的婚庆弥撒。恳请夫妇前来参与。在天主的圣殿里庄严喜乐
的重发婚姻誓约，让婚姻关系更亲密、更坚固；让家庭更圆满、更幸福。
弥撒后备有自助午餐。

8月25日上午7点至下午1点，在圣十字架堂的广场
和底层餐厅也有摆设展览和摊位。

为多了解我们如何关心天主所创造的世界，在儿童角落将会有个一个简单
的问答游戏，有机会赢取一个毛茸娃娃！

新加坡华文夫妇恳谈会2019原始周末

特邀嘉宾：Dulcie Eng女士（GM SW CDC）

赠送环保餐具

丰富你们的婚姻生活
日期： 9月 20 - 22日 (住宿周末) 时间：周五晚上8点至主日下午5点
地点：夫妇恳谈会会所（201B Punggol 17th Avenue, Singapore 829651 ）
报名：俊雄+诗蓉 88221918

永义+月圆 97329749

配合我堂主保日及展开保护环境的“绿色运动”, 我们将在8月24/25日的弥撒中赠送
每位参礼者一套环保餐具。从来临的主保日开始，及以后的每周在餐厅用餐，
请大家携带及使用环保餐具。请支持 “绿色” 保护环境！

华恳诚意邀请夫妇参加！

圣十字架堂主保日庆典
教宗 2019年8月祈祷意向

2019年9月10日-15日
主题：十字架的奥秘

为家庭，人性成长的学校：愿借着祈祷与爱的生活，
使家庭更明确的成为「真正人性成长的学校」。

9月10日（周二)

三日敬礼（英语）

华语弥撒 “十字架的奥秘”

下周庆节预告
8月19日【周一】圣若望·欧德 （司铎）St John Eudes
8月20日【周二】圣伯尔纳多（院长、圣师）St Bernard
8月21日【周三】圣比约十世（教宗） St Pius X
8月22日【周四】圣母元后 The Queenship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
8月23日【周五】圣罗撒（贞女）St Rose of Lima
8月24日【周六】圣巴尔多禄茂（宗徒) St Bartholomew
8月25日【主日】圣路易（国王）St Louis of France 圣若瑟·加拉 （司铎）
St Joseph Calasanz *教友传教节 Catechetical Awareness
Weekend and Lay Apostolate Sunday

9月11日– 13日 （周三-周五）

主祭： 黄财龙神父

由多位赎主会神父主祭

*7.30pm 诵念玫瑰经 8pm 弥撒*
*每日敬礼弥撒后将供奉真十字架圣髑*

主保日庆典
9月14日 （周六）
华语弥撒：6.30pm
主祭：李明发神父

9月15日 （主日）
弥撒：7.30am，9.30am，5pm
11.30am (主祭：吴诚才总主教）

主保日美食盛会
9月15日 8am – 1pm 于底层餐厅

